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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法治保障 完善考核体系

合肥高质量推进巢湖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记者 8 月 17

日从合肥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生态环境
部日前反馈的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至 7
月， 出入巢湖主要河流国控断面水质全
部达标，南淝河、十五里河、派河水质类
别分别为Ⅴ类、Ⅲ类、Ⅳ类，巢湖全湖水
质均值为Ⅳ类，达到国家考核要求。近年
来，合肥市强化法治保障，实施综合治理
三大工程，完善考核体系，高质量推进巢
湖综合治理。

2019年，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加
强环巢湖十大湿地保护的决定，明确保
护范围、禁止行为等 10 个方面内容。 为
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在依法保护生态环
境和资源方面的作用，合肥市还出台措
施支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 去年，

该市制定河道管理条例，及时修改水环
境保护条例。 近年来， 合肥市先后作出
重大事项决定 2 项，制定、修改相关法规
7 部， 进一步强化巢湖生态环境保护和
治理的法治保障。

今年初， 合肥市环巢湖生态示范区
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巢湖综合治理三大工
程实施方案。 该市实施碧水工程，抓“点
源”、抓“线源”、抓“面源”、抓“内源”，点
线面结合、内外源统筹，构建起全流域、
全方位、全时段水污染防治体系；实施安
澜工程 ，结合 “十四五 ”规划编制 ，着眼
“防洪”、着眼“排洪”、着眼“蓄洪”，谋划
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全面提高防洪
减灾水平的同时， 助推引江济淮工程加
快建设， 构建巢湖流域水资源调配工程

体系；实施富民工程，加快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当地人能增收、周边
人有去处、外地人喜欢来，努力促进发展
“高质量”和生态“高颜值”有机统一。

为切实推动巢湖综合治理工作落地
生根，合肥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完善考核体系。 该市建立“十
四五”地表水断面考核体系，以“十四五”
新增国控断面和清水河流水质管控为重
点， 新增一批清水河流支流纳入市考断
面，科学确定“十四五”市考断面水质目
标。 实践中，强化河道巡查、水质预警调
度， 对问题突出河流及时组织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同时完善合肥市地表水断面
生态补偿方案， 倒逼各地各部门解决好
涉及巢湖综合治理问题。

目前， 出入巢湖主要河流国控断面
水质全部达标， 巢湖全湖水质均值达到
国家初定考核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部卫
星中心反馈数据， 今年 4 月开展监测至
今，巢湖湖区水华发生次数同比减少 19
次，累计面积、最大发生面积分别同比下
降 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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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 合肥市及
时完善落实巢湖综合治理的规章制度，
严格责任落实，进一步推动相关单位树
立起强烈的生态意识 、责任意识 ，在巢
湖综合治理中坚持“钉钉子”精神，久久
为功。

8月 25日，航拍的利辛县西淝河国家湿地公园，碧波荡漾，鲜花满径，犹如一幅美丽的水乡画卷，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好去处。近年来，利辛县依托西淝河、茨淮新河等生态
资源，打造“环境优美、自然和谐、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湿地生态体系，推动生态旅游发展。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汝雪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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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防控”种出丰收稻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宋本金 王珊

眼下正是再生稻收割季节， 望着
丰收的稻子， 宣城市宣州区寒亭镇国
强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负责人李国强
的脸上满是笑意。

“今年的再生稻长势真不错，每亩
再生稻增产 100 公斤左右。”李国强告
诉记者，得益于农技专家的科学指导，
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防控技术，帮
助他实现了增产又增收。

“绿色防控技术主要指优先采用
生物、物理、生态等非化学防治技术措
施，协调应用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集
中连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
统治，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实现农药

减量控害增效目标。”宣州区种植业局
农业技术指导员黄茂说。

在国强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稻
田周边竖立着一个个造型类似于灯罩
的二化螟性诱装置。 黄茂介绍，这种诱
捕器主要诱集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两
种害虫，使二化螟基数得到有效控制。

近年来，宣州区坚持绿色兴农、质
量兴农、效益优先原则，先后在黄渡、
周王、新田、洪林、沈村、狸桥、养贤、寒
亭、 杨柳等地建立了 3 万亩绿色防控
水稻示范片。除了使用生物技术，减少
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该区还推广使用
配方有机肥替代化肥， 进一步改善了
农业环境、提升了耕地质量、促进农民
增收。

“多亏了绿色防控技术的实施，我

种植的丰两优香 1号再生稻不但获得
了丰收，而且稻米品质也提高了，真是
一举双赢。”李国强说，“原来一季水稻
至少要打五六次农药消除病虫害，现
在每亩安装一个二化螟性诱装置，农
药使用量减少了 80%，每亩可节约成
本 40 元，亩产增加 100 公斤，与去年
相比增收 10 余万元。 ”

“我们将协调农业生产龙头企业、
种植大户， 联合农民扩大绿色防控技
术应用范围和规模， 同时积极组织植
保技术推广部门和相关绿色防控技术
产品企业联合攻关， 优化绿色防控技
术，提高防治效果，降低使用成本，提
高技术模式的可推广性， 促进全区粮
食增收增产。”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植
检站站长邓斌说。

农业园用上了物联网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魏玉军 俞登文

8 月 23 日，在天长市圣丰农业园
龟鳖养殖基地， 工作人员在通过电脑
检查乌龟、甲鱼的生长繁殖情况。

“这套物联网系统集安全监测、生
长监测、饲料投喂、药品投放等功能为
一体，可以对乌龟、甲鱼生长情况进行
24 小时全方位监控。 ”基地工作人员
李学军对记者说，有了物联网，再也不
用人工巡查， 在电脑前便能轻松掌握
5 万余只龟鳖的各类信息， 出现问题
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

据李学军介绍，通过物联网，技术
人员可以监测到光照强度、水温、二氧
化碳浓度、水体中的氨氮含量、溶解氧
和 PH 值等数据， 准确了解龟鳖生长
情况， 并且根据实时采集的数据采取

相应的对策和环境调控措施， 保证龟
鳖处于最合适的生长环境中。

天长市圣丰农业园负责人王少剑
告诉记者，有了物联网技术支持，圣丰
农业园的乌龟和甲鱼品质明显提高，
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品牌，在南京、上
海等地也深受欢迎。

近年来， 天长市依托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 大力推进农业物联
网技术应用， 使物联网技术在大田监
测、水产养殖、药品投放等农业领域发
挥大作用。

“现在，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
头， 都能随时了解稻田里龙虾生长情
况和水稻长势，做到及时掌握水质，减
少药肥量，增加收成……”在天长市鹤
梅家庭农场， 农场主王鹤梅热情地向
记者介绍，这要归功于农场承担的“物
联网建设在稻虾共养上的应用” 试点

项目。
经过两年试验， 稻虾共养应用物

联网的成效逐步显现： 水稻能更好地
利用虾粪， 大大减少工业肥料及农药
的使用量，生态优势明显；通过对种养
环境的实时监控， 可以更便捷地掌握
稻田水温、水质、溶解氧、氨氮等实时
变化，省工节本。

“每亩稻田每年可减少化肥、农药
使用成本 210 元 ， 节省人工费用 80
元，亩均增产稻谷 60 公斤左右。”王鹤
梅告诉记者，去年，鹤梅家庭农场 315
亩稻虾共养稻田每亩销售额 5300 元，
亩利润 2950 元，农场实现年产值 260
万元。

“天长市现有稻虾共作水面 15.6
万亩， 有 8家农业经营主体应用物联
网技术。”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
义科对记者说。

江淮分水岭滁州风景道项目顺利实施
本报讯（记者 周连山）“江淮分水岭

滁州风景道起始段起于全椒县大墅镇，
止于天长市金牛湖，全长 8.7 公里，经过
近两年建设， 主廊道将于本月底全线建
成贯通。 ”近日，在施工现场，滁州市文化
与旅游局四级调研员钱朝阳介绍。

近年来， 滁州市启动境内江淮分水
岭风景道规划建设， 市县联动、 整合资
源、全域推进，依托地域特色、人文风貌
和区位交通等， 因地制宜规划设计风景
道主廊、支线、慢行系统、节点设施、产品
布局等，总长约 420 公里。

该市围绕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 引导相关区域开发旅游产
品，集中在沿线 8 个县（市、区）32 个乡
镇，共 69 个美丽乡村、27 个出列贫困村
和多个景区景点。 相关部门开展沿线资
源和产业现状摸排调研，谋划文旅项目，
将沿线各类产业、 产品等资源， 串珠成
链、扩线成片，打造文旅支柱产品。

滁州市制定风景道建设工程 “三年
攻坚”行动计划，建立月通报、季调度和
跟踪督查、协调指导等工作机制，将风景
道建设纳入市对县年度工作考核。同时，
统筹和整合“四好乡村路”建设等资源，
保障工程如期推进。

蚌埠强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本报讯（记者 孙言梅）日前，蚌埠市

首家街道退役军人活动中心在蚌山区黄
庄街道投入使用，为辖区 2000 多名退役
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读书看报、活
动交流、心理咨询、创业指导等服务。 近
年来，蚌埠市不断完善保障服务体系，持
续强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蚌埠市强化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将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综合考核评价内容以及双拥模范城
（县）评比表彰等考评体系。 该市落实属
地责任， 建立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等制
度，确保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层层有人管，
事事有人问。同时，加强市、县（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建设，围绕军人入伍、服役、退役、
就业、优待等全过程，积极搭建一站式服
务平台，加强“线上线下”服务资源和业
务流程融合，促进服务能力升级。

蚌埠市大力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加大退役军人定向岗位开发力度，定
期组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常态化举
办退役军人就业服务月活动， 完善就业
供需对接机制。该市大力支持自主创业，
为退役军人创业提供基金支持、 经营场
地、水电减免、投融资、人力资源、宣传推
广等服务，持续开展“退役军人创业特训
营”活动，举办创业大赛。 各地还建立退
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优化创业服务指
导，孵化退役军人创业项目。

亳州发布“城市大脑”3.0版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8 月 23 日，

在 2021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亳
州市发布“城市大脑”3.0。 基于“城市大
脑”3.0 数据共享功能， 该市 96.3%的政
务服务事项可以“一次上网、事就办成”，
23.4%的政务服务事项“材料零上传”。

亳州市 “城市大脑”3.0 通过建设共
性能力支撑平台， 推进现有政务系统集
成融入、改造提升，深化新场景建设，有
效破解亳州信息化项目建设存在的“闲、
散、缺、破”四大难题。自亳州“城市大脑”
3.0 上线以来，该市不断优化数字政府的
运行效能，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社会治理

方式不断创新。
为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 加强中药

饮片全链条、全过程高效监管，亳州市在
“城市大脑”3.0 中重点打造中药监管平
台。 目前，该市 34 家企业的生产、销售、
库存信息，实现对 756 批采购、437 批生
产、1769 万元销售、257 种中药品种流通
数据的追溯。此外，花茶等农产品大数据
分析应用场景聚焦花草茶、 农特产品等
重点商品，采集网络零售平台销售数据，
准确反映网络零售、 电商规模和变化趋
势，为招商引资、电商扶贫、乡村振兴提
供决策支持。

铜 陵 开 展 餐 厨
废弃油脂专项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李莉）为进一

步规范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管理，切实
解决当前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铜陵市近日成立餐厨废弃油
脂专项整治联合执法组，针对城区餐饮服
务单位和餐厨废弃油脂收运企业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联合执法组对铜官区、义安
区、郊区大中型餐饮单位及重点餐厨废弃
油脂产生单位进行集中执法检查，要求各
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应向取得餐厨垃
圾（餐厨废弃油脂）收集、运输、处置服务
许可证的收运、处置单位及时交付餐厨废
弃油脂，禁止将餐厨废弃油脂交由未经许
可的单位及个人进行处理或直接排放到
雨水管道、污水管道。

截至目前， 该市共检查铜官区、 义安
区、郊区餐饮单位70余家，现场与特许经营
收运、 处置单位签订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协
议67份， 并收运餐厨废弃油脂800余公斤，
下达违法行为整改通知书4份。

怀宁县集中签约
7个亿元工业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陈成）近日，怀宁县引进

的 7 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集中签约，涵盖
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可降解塑料
等前沿产业领域，总投资额 33.37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包括总投资 20 亿元的
宁波思明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 亿元的电子产品生产项目、总投资 5.08
亿元的年产 5 万吨全生物可降解改性原
料粒子及制品项目等 7 个工业项目，全部
落户于怀宁县经济开发区。

今年以来， 怀宁县充分发挥区位、资
源、政策等优势，围绕主导产业招商、强链
补链延链招商，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
量高的项目相继落户怀宁县经济开发区。
该县通过小分队跟进、专班化保障，努力
实现“拿地即开工”的审批模式，以最快速
度、最优服务、最实举措保障项目早开工、
早建设、早生产。

8 月 24 日，马鞍山市民政局、当涂县五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开展“资助困
难残疾学子圆梦大学”活动，倡导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关注困难残疾学子，关爱、帮助、
支持残疾人事业。 当天，共有 10 名困难残疾大学生收到助学金。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张三五 摄

视点

宣城持续推动农村电商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记者8月24日

从宣城市商务局获悉，该市持续推进农村
电商提质增效民生工程， 今年1月至7月，
全市新增电商经营主体427个， 农村产品
上行网销额24.28亿元，同比增长21.21%。

宣城市切实推进全市农村电商提质
增效，截至目前，新增申报省级电商示范
镇 6 个、省级电商示范村 25 个，网销额
超 1000 万元企业 18 个， 超目标任务完
成申报工作。 该市加强与阿里、京东、拼
多多等平台的合作，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强化品牌战略，促进优势产业

发展，挖掘电商品牌，提升电商企业知名
度和影响力。 2021 年，该市共有 29 家电
商企业参加省“好网货”评选，全市累计
创建“三品一标”农产品 542 个，其中在
网络销售的有 99 个。

宣城市大力推进本地直销电商平台
建设，积极发挥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与服务站点等作用，
指导各县市区打造在本地具有较高影响
力和吸引力的直销社交电商平台， 提升
农产品上行能力， 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拓
宽销售渠道。

淮南潘集区建设纪检监察乡镇协作区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8 月 16 日上

午， 淮南市潘集区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
开始了每周一次的例会， 各乡镇纪检监
察干部不仅开展业务学习， 也交流经验
体会。结合工作实际，潘集区持续创新推
动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建设， 着力
解决基层监督力量薄弱、“熟人社会”监
督难等问题， 致力把协作区打造成为解
决难题、交流学习、培养干部和廉政教育
新平台。

潘集区通过抽调乡镇纪委副书记到
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集中办公，把分散的
纪检监察力量统筹起来，攥指成拳、凝聚
合力，主要承办一些乡镇纪委依靠自身力

量难以办理的重点案件。 今年 1 月至 7
月，协作区协助乡镇办案 7件、立案 6人，
开展秸秆禁烧、疫情防控、镇村财务等作
风督查 16次，开展镇村廉政教育 5次。

潘集区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分期分
批从全区 218名村（社区）党组织纪检委
员中抽调人员跟班学习， 强化对基层纪
检监察干部的培养锻炼。 同时坚持以点
带面、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群众身边的廉
政教育新模式，结合反面典型案例，主动
深入村居一线， 采取以案施教、 以案说
法、以案析理等形式，向群众开展廉政警
示教育 11 场（次），受教育群众 1500 余
人次。


